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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女王陛下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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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你的开启你的
赫尔大学之旅
赫尔大学之旅
恭喜你，即将启程成为赫尔大学的一份子，我们
恭喜你，即将启程成为赫尔大学的一份子，我们
期待9月与你相见！ 期待9月与你相见！
作为一所高度全球化的大学，我们为来自全球100
作为一所高度全球化的大学，我们为来自全球100
吴绮文同学在2017年
多个国家的学生提供一流的教育和有价值的生活体
多个国家的学生提供一流的教育和有价值的生活体
以一等学位的优异成绩毕业
验，并在国际上享负盛名，期待你加入这个温暖的
验，并在国际上享负盛名，期待你加入这个温暖的
大家庭。

吴绮文同学在2017年
以一等学位的优异成绩

大家庭。

赫尔是一座十分适合学习生活的城市。

赫尔是一座十分适合学
这将是你最好的机会，享受我们总投资高达2亿英
这将是你最好的机会，享受我们总投资高达2亿英
极高的安全系数，悠久的建校历史和浓
镑的新建的设备和基础设施，包括全英最好之一的
极高的安全系数，悠久
镑的新建的设备和基础设施，包括全英最好之一的
图书馆、世界级的音乐厅和新的体育设施。
厚的学术氛围都是我对赫尔一见倾心的
图书馆、世界级的音乐厅和新的体育设施。

厚的学术氛围都是我对
理由。赫尔大学的课程设置也十分全面
理由。赫尔大学的课程
最近，投资高达2800万英镑，于2017年11月建成
最近，投资高达2800万英镑，于2017年11月建成
且有趣，比如我所在的国际商务管理专
且有趣，比如我所在的
并由英女王主持开幕的医学校区，也深受关注。我

并由英女王主持开幕的医学校区，也深受关注。我
们以拥有惊人的资源，其中包括模拟的手术室，病
业，从金融会计、战略市场到最核心的
们以拥有惊人的资源，其中包括模拟的手术室，病
业，从金融会计、战略
房和特护病房而感到自豪。
房和特护病房而感到自豪。

管理类课程，无不覆盖。

管理类课程，无不覆盖

在这个美丽且高度友好的校园里，你可以找到一切
在这个美丽且高度友好的校园里，你可以找到一切
经过赫尔这一年的学习，我不仅积累了
和你的学习、社交息息相关的东西，从1100多台可
经过赫尔这一年的学习
和你的学习、社交息息相关的东西，从1100多台可
供学生使用的电脑到校园酒吧，一切都在这儿。
供学生使用的电脑到校园酒吧，一切都在这儿。
丰富的专业知识，更培养了良好的文献

丰富的专业知识，更培
阅读习惯、时间管理能力、独立思考与
阅读习惯、时间管理能

赫尔大学是赫尔2017英国文化之城的主要合作伙伴，
赫尔大学是赫尔2017英国文化之城的主要合作伙伴，
批判性思维，这些都在为我日后的深造
批判性思维，这些都在
同时，它被Sunday Times评为英国最宜居城市、被
同时，它被Sunday Times评为英国最宜居城市、被
和实践提供了充足的弹药。我也很感谢
Guardian评为英国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之一。
和实践提供了充足的弹
Guardian评为英国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之一。

在赫尔遇到的每一位朋友，你们都是我
在赫尔遇到的每一位朋
我们为成为世界级文化中心而感到自豪，在过去的
大学生涯中最绚烂的回忆。因为选择了
我们为成为世界级文化中心而感到自豪，在过去的
大学生涯中最绚烂的回

365天中有超过6万人参与这个世界级盛会。并且，
365天中有超过6万人参与这个世界级盛会。并且，
赫尔，一切才变得有意义！ 也祝愿所有
赫尔，一切才变得有意
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赫尔会继续举办这些类似的
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赫尔会继续举办这些类似的
来赫尔大学求学的学弟学妹们，在这里
世界级的活动和节日庆典，并更加丰富。
来赫尔大学求学的学弟
世界级的活动和节日庆典，并更加丰富。

找到最好的自己，找到灿烂的未来！
找到最好的自己，找到

当然，除了从我们这儿了解赫尔，你也可以看看我们
当然，除了从我们这儿了解赫尔，你也可以看看我们
的学生眼中的赫尔大学是怎么样的。 的学生眼中的赫尔大学是怎么样的。
吴绮文

国际商务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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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绮文
国际商务管理专业

吴绮文参观赫尔市中心航海博物馆的罂粟花海，
吴绮文参观赫尔市中心航海博物馆的罂粟花海，
2017英国文化之城的庆典之一。
2017英国文化之城的庆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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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为你整理了一些实用的步骤，
帮你更好地做好
我们为你整理了一些实用的步骤，
帮你更好地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1.

收 到 并接受赫尔大学Oﬀe r

1.

收到并接受赫尔大学Oﬀer

2.

补充材料（o

3.

申 请 语 言 课 程 （ 建 议 最 晚 于 开3.
课 前申两请个语言课程（建议最晚于开课前两个月提交申请）
月提交申请）

4.

收息
到是
CAS（请仔细检查C
AS 上的信息是否正确）
收 到 C AS （ 请 仔 细 检 查 CA S 上4.的 信
否 正确）

5.

申请签证

6.

申请宿舍（申请通道于三月份开放，正式接受赫尔大学
申请宿舍（申请通道于三月份开放，正式接受赫尔大学o
er的
6.
同学可开始申请）
同学可开始申请）

2. 申补
er中要求的所有
请充
材材
料料（o
）

5.

e r 中要求的所有申请材料）

申请签证

7. 支付学费、住宿费，准备生活费等
7. 支付学费、住宿费，准备生活费等

8.

申请免费接机

8.

申请免费接机

9.

订购机票

9.

订购机票

10. 收拾行李

10. 收拾行李

到达赫尔，在我们的帮助下开启你在赫尔的新
到达赫尔，在我们的帮助下开启你在赫尔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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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准备清单
准备清单
PA SSPO

RT
UKV
I

•
•

文件材 料

• 可以证明你有能力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的证明文件
护照和签证
• 可以证明你有能力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的证明文件
• 录取通知书
UKVI •decision
letter
录取通知书

• CAS和雅思成绩单或其他有效的英语成绩单原件
有效的英语成绩单原件

租房文件）

千万不 要 忘 记
住宿

MEDICA
L

MEDICA
L

4张护照尺寸的照片
• •住宿文件（如你已签署的租房文件）
• 保险凭证
•

肺结核检测证明

旅途必 备

千万不要忘记

•

4张护照尺寸的照片

•

保险凭证

•

肺结核检测证明

请注意

请注意

• 基本的化妆用品和药品（请确认你所乘坐的航空公司允许携带）
请确认你所乘坐的航空公司允许携带）
入境信息卡可向航班
乘务人员索取
• 现金，用于抵英后前几周的生活支出。
的生活支出。
(我们强烈建议你不要携带大量现金，可以考虑使用旅行支票）
大量现金，可以考虑使用旅行支票）

入境信息卡可向航班
乘务人员索取

托运行 李

赫尔市区有各种商店，你可以买到任何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不建议大量携带此类物品。
以买到任何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不建议大量携带此类物品。
建议可以考虑携带一些比较想带的私人物品
想带的私人物品

建议携 笔
带记
的本
物电
品脑
清单

物品清单

对更便宜

•

笔记本电脑

舒适的衣服

•

• 笔记本电脑和充电器-建议你可以
文具，这些东西在中国相对更便宜
把电脑和手机的语言设置成英语，
• 手机和充电器
提前帮助你适应语言和生活环境
• 至
 少1个旅行转换插头
•

笔记本电脑和充电器-建议你可以
把电脑和手机的语言设置成英语，
提前帮助你适应语言和生活环境

，请提前检查住宿方 *注意：如果你已经预定了住宿，请提前检查住宿方
会提供哪些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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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语言班课程
夏季语言班课程
(2018)(20
国内夏季语言班课程（2018）
国内夏季语言班课程（2018）

5

5.5

雅思成绩

课程时间 住宿费 语言课学费
课程长度 雅思成绩
课程时间 课程长度 语言课学费
（含押金200元）

单项不低于4.5
(阅读或写作
单项4.5）

12周
（必选）

单项不低于5

5
8周

单项不低于4.5
12周
2018年6月4日~8月24日
(阅读或写作
（必选）
单项4.5）

2018年6月4日~8月24日
3,900镑
4115元 3,900镑

单项不低于4.5
12周
(阅读或写作
2018年7月2日~8月24日
（可选）
单项5.0）

2,600镑
2855元 3,900镑
2018年6月4日~8月24日

赫尔校区夏季语言课程（2018）
赫尔校区夏季语言课程（2018）

5

5.5

雅思成绩

住宿费
课程时间
语言课学费
课程长度 雅思成绩课程时间 课程长度 语言课学费
(含早餐和晚餐）

单项不低于4.5
(阅读或写作
单项5.0）

12周
5
（可选）

单项不低于4.5

12周

单项不低于5.0
单项不低于5.5

6

8周5.5

12周

单项不低于5.0

8周 6

* 注意:

2018年6月14日~9月7日
3,900镑
2,250镑

3,900镑

2018年6月14日~9月7日
单项不低于4.5
12周

2018年6月14日~9月7日
3,900镑
2,250镑

3,900镑

2018年7月12日~9月7日
单项不低于5.0
8周

2018年7月12日~9月7日
1,550镑
2,600镑

2,600镑

4周
4周
2018年8月9日~9月7日
1,300镑
850镑
2018年8月9日~9月7日
单项不低于5.5
（合作院校学生）
（合作院校学生）

单项不低于4.5

单项不低于5.5

单项不低于4.5
12周
2018年6月14日~9月7日
(阅读或写作
（可选）
单项5.0）

1,300镑

2018年6月14日~9月7日
单项不低于4.5
12周

2018年6月14日~9月7日
3,900镑
2,250镑

3,900镑

2018年7月12日~9月7日
单项不低于5.0
8周

2018年7月12日~9月7日
2,600镑
1,550镑

2,600镑

4周（可选） 1,300镑
2018年8月9日~9月7日
850镑
4周（可选）单项不低于5.5
2018年8月9日~9月7日

(含早

1,300镑

* 注意:

1) 不管语言课长度为几周，其中最后四周语言费都会于正课注册入学后返还
1) 不管语言课长度为几周，其中最后四周语言费都会于正课注册入学后返还

2) 该表只针对雅思入学要求 6.0，单项5.5的专业,其他情况的同学，可登陆www.hull.ac.uk/e
查看相应长度的
2) 该表只针对雅思入学要求 6.0，单项5.5的专业,其他情况的同学，可登陆www.hull.ac.uk/efl查看相应长度的
语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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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助学金和奖学金
、助学金和奖学金

科）

学费、助学金
本科生
学费

学费
助学金

助学金
实际缴纳学费

实际缴纳学费

文科（含商科）
13,500镑

13,500镑
2,000镑

2,000镑
11,500镑

11,500镑

理工科
16,000镑

16,000镑
2,500镑

2,500镑
13,500镑

13,500镑

*注意:
1) 一次性付清学费，可享受2%的学费减免（信用卡除外）
，可享受2%的学费减免（信用卡除外）

2) 助学金将直接从学费中免除，你只需缴纳减免后的金额
学费中免除，你只需缴纳减免后的金额

8）

奖学金 （2018）

本科生

12个5000镑奖学金：雅思6.5（单项不低于5.5），GU全A或平均分3.0（80%）。
学金：雅思6.5（单项不低于5.5），GU全A或平均分3.0（80%）。

*注意:

1) 申请表下载请登陆www.hullchina.com
陆www.hullchina.com

2) 申请材料请打包发送至chinaoﬃce@hull.ac.uk
发送至chinaoﬃce@hull.ac.uk

3) 所获奖学金将直接在9月正课入学注册时从学费中免除
接在9月正课入学注册时从学费中免除

不可重复发放 4) 奖学金和助学金不可重复发放

赫尔大学临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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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申请
宿舍申请

我们为各位同学准备了形式多样、价格优惠、数量充足的大学
我们为各位同学准备了形式多样、价格优惠、数量充足的大学
自有、管理的宿舍，或学校认可的私人宿舍。
自有、管理的宿舍，或学校认可的私人宿舍。
语言课程宿舍

语言课程宿舍

正课宿舍

正课宿舍

夏季宿舍位于Lawns，占地240多亩，由七栋
不同的
夏季宿舍位于Lawns，占地240多亩，由七栋
不同的
1. 合作院校学生（通过赫尔大学中
1. 合作院校学生（通过赫尔大学中国办公室申请，
宿舍楼、活动中心、餐厅和广阔的大草坪组成，
宿舍楼、活动中心、餐厅和广阔的大草坪组成，
并未通过UCAS系统申请的同学）
并未通过UCAS系统申请的同学）：
可容
可容
纳近1000名学生居住。
纳近1000名学生居住。
2018年3月7日左右，申请通道将
2018年3月7日左右，申请通道将开放，详情请关注

www.hullchina.com
www.hullchina.com 或者www.hull.ac.uk
以及我们 或者www.h
1. 如参加现场签发oﬀer的活动（一般活动在3-4月，
1. 如参加现场签发oﬀer的活动（一般活动在3-4月，
的微信公众号Hullchina。
的微信公众号Hullchina。
请通过微信号hullchinaoﬀce掌握实时活动安排）
请通过微信号hullchinaoﬀce掌握实时活动安排）
无需再另外申请语言课宿舍；

无需再另外申请语言课宿舍；
2. 通过UCAS申请的同学：

2. 通过UCAS申请的同学：

2018年3月7日左右，同学/顾问
2018年3月7日左右，同学/顾问老师会收到一封邮件，
2. 如没有参加现场签发oﬀer的活动，你/顾问/老师
2. 如没有参加现场签发oﬀer的活动，你/顾问/老师
该邮件内包含专属申请ID以及如
该邮件内包含专属申请ID以及如何申请宿舍。请及时
会在申请语言课过程中，收到语言课宿舍确认文
会在申请语言课过程中，收到语言课宿舍确认文
查收你/中介的收件箱和“垃圾邮
查收你/中介的收件箱和“垃圾邮箱”，若没有收到该
件，请填写完整，并按照届时指示，发送至相应
件，请填写完整，并按照届时指示，发送至相应
邮件也无需紧张，请发送邮件至
邮件也无需紧张，请发送邮件至rooms@hull.ac.uk获
邮箱，即完成语言课宿舍申请。 邮箱，即完成语言课宿舍申请。
取。
取。

* 注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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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 注意:

* 注意:

• 语言课程宿舍费用最晚可在抵达赫尔后缴纳，
语言课程宿舍费用最晚可在抵达赫尔后缴纳，
•
你可以选择3种宿舍房型进行申
•
你可以选择3种宿舍房型进行申请，但不可重复；
建议提前在国内在线缴纳，更加安全便捷；
建议提前在国内在线缴纳，更加安全便捷；

•
按照页面提示支付150镑押金
•
按照页面提示支付150镑押金后请保留识别号
• 若有家属或朋友随行需安排住宿，请发邮件至
（以CPG为前缀的银行卡的缴
（以CPG为前缀的银行卡的缴费记录）。当我
若有家属或朋友随行需安排住宿，请发邮件至
们收到150英镑的定金之后，
们收到150英镑的定金之后，你的住宿申请才
advice-centre@union.hull.ac.uk咨询申请；
advice-centre@union.hull.ac.uk咨询申请；
会被受理；
会被受理；
• 若需取消宿舍，需至少提前5个工作日告知学校；
若需取消宿舍，需至少提前5个工作日告知学校；
•
•
收到合同后请按照合同所规定
收到合同后请按照合同所规定的时间和要求签字
返还。合同一旦签订便具有法
返还。合同一旦签订便具有法律效应，不可毁约。
• 提前入住或延迟搬离：学校允许学生延迟搬离语
提前入住或延迟搬离：学校允许学生延迟搬离语
言课宿舍，具体费用请咨询宿舍前台工作人员;
言课宿舍，具体费用请咨询宿舍前台工作人员;
• 其他特殊事宜请发邮件至rooms@hull.ac.uk咨询
其他特殊事宜请发邮件至rooms@hull.ac.uk咨询
办理。
办理。

WWW.HULL.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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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成本
成本

赫尔是同学们留英的最佳目的地，当地住宿成本的性价比也排名居高。
留英的最佳目的地，当地住宿成本的性价比也排名居高。

费用类别
开销类别

每周 费用类别
本科生（32周）每周

本科生（32周）

住宿

115镑

住宿

3,680镑

115镑

3,680镑

饮食

40镑

饮食

1,280镑

40镑

1,280镑

5镑

电话费

160镑

5镑

160镑

12镑

书籍文具

384镑

12镑

384镑

7镑

240镑 (年卡)

电话费
必要开销
书籍文具
当地交通费

7镑 当地交通费 240镑 (年卡)

总费用（预估）

5,744镑

5,744镑

开销的费用预估，供参考，每个人的费用支出可能因自身要求不同有所差异。
*注意：本表为通用必要开销的费用预估，供参考，每个人的费用支出可能因自身要求不同有所差异。

在赫尔的学习

更多关于在赫尔的学习

、财务支持，

生活费用、财务支持，

请访www.hull.ac.uk/money
hull.ac.uk/money

赫尔大学临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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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选择
适合你的宿舍
适合你的宿舍

把赫尔大学当成自己的家把赫尔大学当成自己的家
我们为你提供了各种类型的住宿选择：你可以
我们为你提供了各种类型的住宿选择：你可以
选择住在校内或者校外，也可以选择包餐或者
选择住在校内或者校外，也可以选择包餐或者
不包餐，当然还可以选择地处热闹繁华的区域
不包餐，当然还可以选择地处热闹繁华的区域
还是安静的区域。实惠的宿舍费用也是一大特
还是安静的区域。实惠的宿舍费用也是一大特
点，可以让你安然舒适地度过大学第一年。只
点，可以让你安然舒适地度过大学第一年。只
要在2018年9月1日前提出申请，学校都会为
要在2018年9月1日前提出申请，学校都会为
你准备好一个大学自有、或大学管理、监管的
你准备好一个大学自有、或大学管理、监管的
宿舍。大部分宿舍房型费用中已包含水电费、
宿舍。大部分宿舍房型费用中已包含水电费、
网络费和保险。所有大学自有宿舍都有无线网
网络费和保险。所有大学自有宿舍都有无线网
络覆盖。

络覆盖。

高枕无忧

高枕无忧

在我们眼里，为你提供舒适安全的学习场所
在我们眼里，为你提供舒适安全的学习场所
是工作的重中之重。除了住宿管理员和宿舍
是工作的重中之重。除了住宿管理员和宿舍
辅导员外，我们还提供24小时校内安保服务。
辅导员外，我们还提供24小时校内安保服务。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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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yard
The Lawns
The Courtyard

The Lawns

宿舍拥有一流的质量和设施，
我们最新的宿舍拥有一流的质量和设施，
The Lawns拥有自己的健身房、酒吧和影
The Lawns拥有自己的健身房、酒吧和影

内，拥有562个设计时尚、
坐落在校园内，拥有562个设计时尚、
院，在这里你总能找到想要的东西。
院，在这里你总能找到想要的东西。

房间（带独立卫生间）。
光线充足的房间（带独立卫生间）。
房间类型包括带独立卫生间和公共卫生
房间类型包括带独立卫生间和公共卫生

d内有休闲舒适的娱乐室、
The Courtyard内有休闲舒适的娱乐室、
间的。这里属于半包餐形式-供应晚餐。
间的。这里属于半包餐形式-供应晚餐。

影放映室，是一个充满活力的
游戏室和电影放映室，是一个充满活力的
对于认为结束一天的学习后不想自己做
对于认为结束一天的学习后不想自己做

场所。这里不仅上课方便，还
生活和学习场所。这里不仅上课方便，还
饭的同学来说，是最理想的选择！
饭的同学来说，是最理想的选择！

地享受校园内一流设施带来的
可以最大化地享受校园内一流设施带来的
The Lawns位于Cottingham，乘坐公交
The Lawns位于Cottingham，乘坐公交
15分钟可到达校区（ 配免费公交卡）
。
15分钟可到达校区（
配免费公交卡） 。

主要特色

主要特色

主要特色

• 饮食自理

• 可选择半包餐或饮食自理

• 可选择半包餐或饮食自理

• 自行车存放

• 包含水电费、网络费和基本保险
• 包含水电费、网络费和基本保险

• 包含水电费、网络费和基本保险
费、网络费和基本保险
• 配有免费公交卡， 自由往返 • 配有免费公交卡， 自由往返

覆盖

厨房设备

• 免费Wifi覆盖
• 洗衣房
• 专业的的厨房设备

标准间：
5镑/周，41周合同期
豪华间：
0镑/周，37周合同期
屋顶露台公寓：
5镑/周，41周合同期

• 提供免费宽带连接、Keyview电视（高
• 提供免费宽带连接、Keyview电视（高
品质数字电视，可直接连接个人电脑）*
品质数字电视，可直接连接个人电脑）*
• 管理员24小时/7天值班

• 管理员24小时/7天值班

• 洗衣房

• 洗衣房

• 提供250个停车位、大型自行车库
• 提供250个停车位、大型自行车库
标准间：
125镑/周，41周合同期
豪华间：
140镑/周，37周合同期
屋顶露台公寓：
94-138镑/周，37周合同期
175镑/周，41周合同期94-138镑/周，37周合同期

赫尔大学临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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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申请彩色电视许可才可使用该服务，详情请访问www.tvlicensing.co.uk.

放

便利和惬意。

*你需要申请彩色电视许可才可使用该服务，详情请访问www.tvlicensing.co.u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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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Taylor Court Taylor Court
University-owned
houses
houses

我们在学校周边的街道拥
我们在学校周边的街道拥有189套联排房屋。
Taylor Court位于学校内，由12个单元
Taylor Court位于学校内，由12个单元
你的大部分邻居都是赫尔
你的大部分邻居都是赫尔大学的学生，所以
组成，每个单元有24个房间，可以俯瞰
组成，每个单元有24个房间，可以俯瞰
公共庭院，在结识各种友好的室友的同
公共庭院，在结识各种友好的室友的同
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社区
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社区。如果你的课程时
时，享有私密的空间。
时，享有私密的空间。
间安排非常紧凑，这个宿
间安排非常紧凑，这个宿舍对你而言是个非
常不错的选择。

常不错的选择。
所有的房间都配备了独立卫生间，公共
所有的房间都配备了独立卫生间，公共

主要特色

主要特色

• 不包餐

• 不包餐

• 不包餐

• 不包餐
*你需要申请彩色电视许可才可使用该服务，详情请访问www.tvlicensing.co.uk.

主要特色
*你需要申请彩色电视许可才可使用该服务，详情请访问www.tvlicensing.co.uk.

主要特色

*你需要申请彩色电视许可才可使用该服务，详情请访问www.tvlicensing.co.uk.

区域（厨房、餐厅）共享。它和整个校
区域（厨房、餐厅）共享。它和整个校
该房型基本都都能容纳5人
该房型基本都都能容纳5人，拥有独立的卧
园共享24小时的安保服务，每个单元都
园共享24小时的安保服务，每个单元都
室、公共厨房、用餐区和
室、公共厨房、用餐区和洗手间。可泊车，
需要使用电子密码进入，并有相应停车
需要使用电子密码进入，并有相应停车
部分区域提供自行车停放区。 部分区域提供自行车停放
区域（自费）。
区域（自费）。

• 距离学校很近
• 距离学校很近
• 所有房间均有独立卫生间
• 包含所有账单和基本的
• 包含所有账单和基本的个人财产保险
• 包含所有账单和基本的个人财产保险
• 包含所有账单和基本的个人财产保险
• 所有房间均有独立卫生间

• 提供50mbps免费宽带连接， • 提供50mbps免费宽带连
• 提供50mbps免费宽带连接，还有
• 提供50mbps免费宽带连接，还有
还有Keyview电视（高
还有Keyview电视（高品质数字电视，
Keyview 电视（高品质数字电视，可
Keyview 电视（高品质数字电视，可

可直接连接个人电脑）
直接连接个人电脑） *可直接连接个人电脑） *
•
如有需要,宿舍辅导员全
•
如有需要,宿舍辅导员全天候24/7提供
• 公共区域的清洁打扫

直接连接个人电脑） *
• 公共区域的清洁打扫

支持
• 如有需要，宿舍辅导员全天候24/7提供
• 如有需要，宿舍辅导员全天候24/7提供
支持

支持

114.11镑/周，50或44周合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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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1镑/周，50或44周合同期
72-86镑/周，42周合同期

WWW.HULL.AC.UK

支持

72-86镑/周，42

校园西区新宿舍效果图

校园西区新宿舍效果图

即将投入使用：
投入使用：

斥资1.3亿英镑新建的校内宿舍
英镑新建的校内宿舍

除了现有的各种住宿选择，学校还计划在
种住宿选择，学校还计划在
校内建造更多宿舍，该计划已获批，2018
宿舍，该计划已获批，2018
年9月建成启用后将提供450个房间，届时
后将提供450个房间，届时
将有1450个学生将受益于这个斥资1.3亿
生将受益于这个斥资1.3亿
英镑建造的宿舍。
舍。

新宿舍区包括独立单间和1居室公寓，满足
独立单间和1居室公寓，满足
所有学生不同的需求，门口还将建中央广场
的需求，门口还将建中央广场
和大道。

关于最新的学生宿舍信息，请前往
学生宿舍信息，请前往
www.hull.ac.uk/accommodation
c.uk/accommodation
查询。

赫尔大学临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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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支付 如何支付
银行卡在线支付 (epay.hull.ac.uk/open)

(epay.hull.ac.uk/open)
支票、汇票支付
银行卡在线支付

我们接受以下类别的卡进行在线支付
(以英镑支付）：Visa, MasterCard,
Electron, Solo and Maestro cards。

请在汇票或支票收款人栏填写“University 请在汇票或支票收款
of Hull”，
我们接受以下类别的卡进行在线支付
请用铅笔在汇票或支票背面备注你的学号和付款种
请用铅笔在汇票或支
(以英镑支付）：Visa,
MasterCard,
类如：Tuition
fee。如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我们在
类如：Tuition fee
Electron,
Solo and Maestro
cards。

中国银联信用卡无法通过该方法进行
支付。

学生中心二楼的Cash oﬃce。
学生中心二楼的Ca
中国银联信用卡无法通过该方法进行
支付。 Student Finance & Cash Management Services,
Student Finance & C

支付币种请选择“英镑”。

支付币种请选择“英镑”。
University of Hull,

请放心，你输入的支付信息会自动被
加密以确保安全。该支付页面使用了
WPM（WebPage Marketing）来保
护你的数据安全。

Hull, HU6 7RX
请放心，你输入的支付信息会自动被
加密以确保安全。该支付页面使用了
我们不接受远期支票。
WPM（WebPage Marketing）来保
护你的数据安全。
现金支付

我们非常重视你的个人隐私，并严格
遵循英国相关隐私保护的法律条例。
请仔细阅读在线支付条款和声明：
www.hull.ac.uk/money.

只有学生本人在正课入学注册或语言课缴费现
只有学生本人在正
我们非常重视你的个人隐私，并严格
场缴纳时，才可使用现金支付。请切勿将现金
场缴纳时，才可使
遵循英国相关隐私保护的法律条例。
请仔细阅读在线支付条款和声明：
以快递、邮寄、投递到门的方式缴纳，如遗失
以快递、邮寄、投
www.hull.ac.uk/money.
需自行承担责任。
需自行承担责任。

2nd Floor Student Central,
Cottingham Road,

支票、汇票支付

2nd Floor Student C
University of Hull,
Cottingham Road,
Hull, HU6 7RX

我们不接受远期支票

现金支付

由于入境携带现金金额的规定，我们强烈建由于入境携带现金金
议你尽量使用其他付款方式。
银行转账

银行转账

我们接受直接的银行转账至学校账号，
我们接受直接的银行转账至学校账号，
注意：
转账时请备注上你的姓名，UCAS Personal ID，转账时请备注上你的姓名，UCAS
Personal ID，
如果需要收款凭证，请发邮件至
Applicant number或者学号Student Number/IDApplicant
number或者学号Student Number/ID

议你尽量使用其他付
注意：

如果需要收款凭证，请

赫尔大学银行信息

studentﬁnance@hull.ac.uk 并附上以下信息： studentﬁnance@hul
赫尔大学银行信息

地址：
University of Hull
Lloyds
Jameson Street
Hull,HU13JX

地址： 1.学生姓名，UCAS ID， 申请号或者学号
University of Hull
Lloyds 2.你缴费的日期
Jameson 3.你缴费的方式
Street
Hull,HU13JX
4.缴费的账号（如果有）

1.学生姓名，UCAS I

银行代码:
30-94-44
账号:
03029855
BIC/Swift 号: LOYDGB 21149

5.其他任何你能提供的参考凭据
银行代码:
30-94-44

5.其他任何你能提供的

账号:
03029855
学校可能需要10个工作日才会收到你的付款，
BIC/Swift
号: LOYDGB 21149
具体时间取决于你的支付方式。

学校可能需要10个工

IBAN号:

16
16 |

GB02 LOYD 3094 4403 0298
IBAN号:
55

WWW.HULL.AC.UK
HULL.AC.UK

16
16 |

GB02 LOYD 3094 4403 0298 55

WWW.HULL.AC.UK
HULL.AC.UK

2.你缴费的日期
3.你缴费的方式

4.缴费的账号（如果有

具体时间取决于你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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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之后……
到达之后……

我们深知对于你来说，远离家乡来到一个新的国家求学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深知对于你来说，远离家乡来到一个新的国家求学是非常
所以我们希望尽可能地帮助你适应这里，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
所以我们希望尽可能地帮助你适应这里，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

我们在学习上为你提供各种学术上的支持，我们的学生会则帮助你获得
我们在学习上为你提供各种学术上的支持，我们的学生会则帮
丰富的课余生活体验。
丰富的课余生活体验。

赫尔大学全体在校生可自愿加入赫尔大学学
赫尔大学全体在校生可自愿加入赫尔大学学
生会，学生会本部设立于University
House，
生会，学生会本部设立于University
House，
位于校园中心位置，是会见朋友、在课间吃
位于校园中心位置，是会见朋友、在课间吃
HUU学生会属于赫尔的每一个学生。
HUU学生会属于赫尔的每一个学
饭或小憩的绝好去处。不仅如此，在这里你
饭或小憩的绝好去处。不仅如此，在这里你
在这些年，比如，来自尼日利亚的
在这些年，比如，来自尼日利亚
还可以获得各种支持和服务。 还可以获得各种支持和服务。Chuby Okide被选举为HUU学会生主席。
Chuby Okide被选举为HUU学会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这里为学生开设了许多咖啡厅和酒吧：
这里为学生开设了许多咖啡厅和酒吧：
Eats：售卖冷热食品的地方； Eats：售卖冷热食品的地方；
Eats Italia：提供热腾腾的美味披萨和小食；
Eats Italia：提供热腾腾的美味披萨和小食；
二楼是我们的学生会员服务区。在这里，你可以
二楼是我们的学生会员服务区。在这
Sanctuary：一家很棒的露天啤酒花园，充
Sanctuary：一家很棒的露天啤酒花园，充
报名参加体育团体和社团，或者找到一个合适的
报名参加体育团体和社团，或者找到
满酒吧氛围，还有丰富的菜单；以及最近经
满酒吧氛围，还有丰富的菜单；以及最近经
兼职或拜访专职学生会干部，丰富你的课余生活。
兼职或拜访专职学生会干部，丰富你
过翻新的John McCarthy酒吧（大部分学生
过翻新的John McCarthy酒吧（大部分学生
当然你的Sabbatical Oﬃcers也在这一层。三楼
当然你的Sabbatical Oﬃcers也在这
称之为“Johnny Mac”），是个悠闲自在的
称之为“Johnny Mac”），是个悠闲自在的
是我们的咨询中心，如果你有任何相关问题，都
是我们的咨询中心，如果你有任何相
去处，全天供应新鲜味美的咖啡和食品。
去处，全天供应新鲜味美的咖啡和食品。
可以从这里获得友好、免费、独立和公正的建议，
可以从这里获得友好、免费、独立和
包括资金、贷款、补助和助学金、住房、福利、
包括资金、贷款、补助和助学金、住
Asylum是一家投资360万英镑，最大可容纳
Asylum是一家投资360万英镑，最大可容纳
学术问题、税收减免及残障福利。无论你需要何
学术问题、税收减免及残障福利。无
2,500人的夜店，是校内超棒的夜生活场所。
2,500人的夜店，是校内超棒的夜生活场所。
种支持，赫尔大学学生会都会伸出援手。
种支持，赫尔大学学生会都会伸出援
它不仅作为英国最安全的学生场所之一连续
它不仅作为英国最安全的学生场所之一连续
四年获得最佳金奖，同时还吸引了众多名人
四年获得最佳金奖，同时还吸引了众多名人
BBC Radio
One的DJ尼克·格里姆肖
BBC Radio One的DJ尼克·格里姆肖
到此表演，比如Tinie Tempah, Miles
Kane,
到此表演，比如Tinie
Tempah,
Miles
Kane,
带着他的演出曲目和诙谐风趣参加我
带着他的演出曲目和诙谐风趣参加我
Maverick Sabre, Chase and Status，The
Maverick Sabre, Chase and Status，The
校年终舞会。
校年终舞会。
Streets和Kasabian。我们每周组织两次酒吧
Streets和Kasabian。我们每周组织两次酒吧
之夜活动：每周三的“Tower”和周六的“Bras
之夜活动：每周三的“Tower”和周六的“Bras
-sick”。我们还会举办卡拉OK之夜，HUU
Big
-sick”。我们还会举办卡拉OK之夜，HUU
Big
Quiz和定期的现场音乐活动，当然还有充满传
Quiz和定期的现场音乐活动，当然还有充满传
奇色彩的年终舞会。
奇色彩的年终舞会。
我们的主要责任之一是为同学们发声。我们招
我们的主要责任之一是为同学们发声。我们招
募并选拔一些学生担任课程和学院代表，负责
募并选拔一些学生担任课程和学院代表，负责
向大学教职工和院系负责人提出同学们的想法
向大学教职工和院系负责人提出同学们的想法
和问题。还有非全日制、成人和研究生学生代
和问题。还有非全日制、成人和研究生学生代
表以及专职学生会官员，共同管理学生会。
表以及专职学生会官员，共同管理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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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超过140个的 拥有超过140个的
运动俱乐部和社团 运动俱乐部和社团

赫尔大学学生会是一个非盈利性慈善
赫尔大学学生会是一个非盈利性慈善
团体，由学生自己选出的同学运营管理。
团体，由学生自己选出的同学运营管理。
任何收益都将直接投入到学生体验的提升中去。
任何收益都将直接投入到学生体验的提升中去。

赫尔大学 2018

赫尔大学 2018

社团 社团
和体育活动
和体育活动
在赫尔，你可自愿参加各种丰富的课外活动，
在赫尔，你可自愿参加各种丰富的课外活动，
从学生社团、体育运动，到新闻媒体。
从学生社团、体育运动，到新闻媒体。
到校后，你可以很方便地深入了解这些项目。
到校后，你可以很方便地深入了解这些项目。
我们会在新生入校第一周举办宣传大会，届
我们会在新生入校第一周举办宣传大会，届
时会有学校各社团的宣传展示。你可以亲临
时会有学校各社团的宣传展示。你可以亲临
现场，面对面了解如何加入它们，以及它们
现场，面对面了解如何加入它们，以及它们
的活动安排。
的活动安排。

适合每个人的各种学生社团
适合每个人的各种学生社团
简单来说，学生社团就是一群拥有共同兴趣的
简单来说，学生社团就是一群拥有共同兴趣的
同学聚在一起的团体。在这里，你很容易结交
同学聚在一起的团体。在这里，你很容易结交
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掘自己的潜力。
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掘自己的潜力。
我们的学生社团涉及各种兴趣爱好，涵盖了你
我们的学生社团涉及各种兴趣爱好，涵盖了你
能想象到的所有种类。有一些大家都很期待的
能想象到的所有种类。有一些大家都很期待的
社团，比如辩论社团、表演艺术社。当然也有
社团，比如辩论社团、表演艺术社。当然也有
你意想不到的社团，比如Pokemon口袋妖怪、
你意想不到的社团，比如Pokemon口袋妖怪、
Anime日本动漫、Dr Who神秘博士、和权利
Anime日本动漫、Dr Who神秘博士、和权利
的游戏社团。
的游戏社团。
我们也拥有许多国际化主题的社团： 我们也拥有许多国际化主题的社团：
· Afro-Caribbean Society

· Afro-Caribbean Society

· Asian Society

· Asian Society

· Chinese Student Scholars Society
· Chinese Student Scholars Society
· Hindu Society

· Hindu Society

· Hong Kong Society

· Hong Kong Society

· Islamic Society

· Islamic Society

· Japanese Society

· Japanese Society

· Jewish Society

· Jewish Society

· Korean Culture Society

· Korean Culture Society

· Kuwaiti Students Society

· Kuwaiti Students Society

· Malaysian Student Association· Malaysian Student Association
· Saudi Society

· Saudi Society

· Tamil Society

· Tamil Society

· Vietnamese Society

· Vietnam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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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

体育联合会是赫尔大学的体育大本营。
体育联合会是赫尔大学的体育大本营。
我们设立了50多个体育运动俱乐部，我们设立了50多个体育运动俱乐部，
提供从网球和蹦床运动到剑术和花样提供从网球和蹦床运动到剑术和花样
滑冰的各种运动项目。
滑冰的各种运动项目。
每周三，我校许多俱乐部都会参加英每周三，我校许多俱乐部都会参加英
国大学体育联盟（BUCS）的比赛。 国大学体育联盟（BUCS）的比赛。
如果正好是你感兴趣的运动，那就不如果正好是你感兴趣的运动，那就不
要错过！我校许多非BUCS团体每周 要错过！我校许多非BUCS团体每周
还参加本地联盟的比赛或其他各级别还参加本地联盟的比赛或其他各级别
赛事。无论你是身经百战的参赛者或赛事。无论你是身经百战的参赛者或
是毫无经验的新手，都有适合你的赛是毫无经验的新手，都有适合你的赛
事。
事。
我校所有俱乐部都很友好热情、和蔼我校所有俱乐部都很友好热情、和蔼
可亲，对所有人开放，全年任何时候可亲，对所有人开放，全年任何时候
均可加入。除了体育运动外，他们还均可加入。除了体育运动外，他们还
组织社交活动，包括参加我校Tower 组织社交活动，包括参加我校Tower
每周的俱乐部之夜。我们还提供各种每周的俱乐部之夜。我们还提供各种
校内联盟（与赫尔大学内部的其他团校内联盟（与赫尔大学内部的其他团
体比赛），所以无论你的能力水平高体比赛），所以无论你的能力水平高
低，都有适合你的选择。
低，都有适合你的选择。

其他活动

其他活动

除了体育团体和社团外，还有很多其他
除了体育团体和社团外，还有很多其他
类型的活动可以参加。你可以通过由我
类型的活动可以参加。你可以通过由我
校学生领导的赫尔大学社会服务组织成
校学生领导的赫尔大学社会服务组织成
为一名当地社区志愿者。你也可以向我
为一名当地社区志愿者。你也可以向我
校的Hullﬁre报社、Hullﬁre电台和Hullﬁre
校的Hullﬁre报社、Hullﬁre电台和Hullﬁre
电视台投稿。这些机构也由学生领导，
电视台投稿。这些机构也由学生领导，
是体验新闻媒体环境的绝佳机会。或者，
是体验新闻媒体环境的绝佳机会。或者，
你也可以加入国际学生联谊会（ISA），
你也可以加入国际学生联谊会（ISA），
你可以通过这个社交平台结交新朋友，
你可以通过这个社交平台结交新朋友，
了解不同国家和文化，以及在赫尔就读
了解不同国家和文化，以及在赫尔就读
期间获得任何所需的帮助。

期间获得任何所需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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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支持
学习支持

作为新入学的国际学生，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调整适应英国
作为新入学的国际学生，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调整适应英国的
学术体系。在这里，我们有专门的员工帮助你更顺利地过渡
学术体系。在这里，我们有专门的员工帮助你更顺利地过渡这
个适应期。如果你在学习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请放心向我
个适应期。如果你在学习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请放心向我们
提出，我们将非常乐于提供支持。
提出，我们将非常乐于提供支持。

研究和督导 研究和督导

如果你是一名研究生，你应该已经具备了一
在我们的授课型课程里，你会定期在大课和研讨
如果你是一名研究生，你应该已经具备了一些
在我们的授课型课程里，你会定期在大课和研讨
学习和研究技能，那么我们会帮助你进一步
课上与我们的学术老师直接接触，这些时候你都
学习和研究技能，那么我们会帮助你进一步管
课上与我们的学术老师直接接触，这些时候你都
理你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可以放心大胆地提问。同时你还会有一些小课，
理你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可以放心大胆地提问。同时你还会有一些小课，
并有一位学术上的个人导师。
你可能也需要一些帮助来获取新的学习方法
并有一位学术上的个人导师。
你可能也需要一些帮助来获取新的学习方法、
使用研究工具、了解如何管理、分析和将数
你可以和导师对专业课题进行激烈的讨论，导师
使用研究工具、了解如何管理、分析和将数据
你可以和导师对专业课题进行激烈的讨论，导师
有效汇报。
也会提供他对你研究内容非常有价值的反馈和建
有效汇报。
也会提供他对你研究内容非常有价值的反馈和建
议。
所以我们为你提供以下支持
议。
所以我们为你提供以下支持
制定检索策略
你的导师还会为你树立信心和指明方向，为你提
制定检索策略
你的导师还会为你树立信心和指明方向，为你提
查找高质的期刊文章
供关于你的进步和具体作业中的宝贵建议。
查找高质的期刊文章
供关于你的进步和具体作业中的宝贵建议。
管理参考文献
管理参考文献
并且，当你需要任何额外的帮助和支持时，你的
并且，当你需要任何额外的帮助和支持时，你的
快速阅读
导师会引导你找到相应的部门。 快速阅读
导师会引导你找到相应的部门。
如何辩证写作
如何辩证写作
有效的数字研究
有效的数字研究
时间管理
时间管理
数据分析工具
来到一个新的国家和大学求学，刚开始都会比较辛
数据分析工具
来到一个新的国家和大学求学，刚开始都会比较辛
准备你的论文
苦。在赫尔大学，我们充分理解你面临的这些挑战，
准备你的论文
苦。在赫尔大学，我们充分理解你面临的这些挑战，
并为你提供各种帮助。
并为你提供各种帮助。
如果你在学术学习技巧任何方面遇到问题，
如果你在学术学习技巧任何方面遇到问题，
我们的技能团队位于学校图书馆内，为你提供各种
我们的技能团队位于学校图书馆内，为你提供各种
我们的技能团队都会为你提供友好且值得信
我们的技能团队都会为你提供友好且值得信
各样的学习和研究技能帮助。其中包括指导自助使
各样的学习和研究技能帮助。其中包括指导自助使
任的帮助。
任的帮助。
用在线资源、专业的研究生研讨会、甚至根据个人
用在线资源、专业的研究生研讨会、甚至根据个人
情况提供的预约帮助。
情况提供的预约帮助。

技能团队

技能团队

我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如邮件、Skype、电话或者面
我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如邮件、Skype、电话或者面
对面帮助你。涉及内容包括学术写作、数学、计算
对面帮助你。涉及内容包括学术写作、数学、计算
能力和辩证思考等等。
能力和辩证思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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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语言帮助

你可以在校园中心的图书馆内，找到我们7天24小时对外开放的语言学习中心。这里有一个专业的语言
中心的图书馆内，找到我们7天24小时对外开放的语言学习中心。这里有一个专业的语言
指导老师团队可以为你提供帮助，让你最有效地使用相关的设施。当然这里装配了最新语言学习和翻译
可以为你提供帮助，让你最有效地使用相关的设施。当然这里装配了最新语言学习和翻译
软件的专业IT设施，你也可以使用。
设施，你也可以使用。

如果你希望在正课开始前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我们也准备了各种课程供你根据需求进行选择，详情可
正课开始前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我们也准备了各种课程供你根据需求进行选择，详情可
登录 www.hull.ac.uk/eﬂ查看。
.ac.uk/eﬂ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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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初体验赫尔初体验

为了帮助你更好地安排到达赫尔后的行程，下面
为了帮助你更好地安排到达赫尔后的行程，下面的
表格提供了基本的活动以及它们的时间与地点。
表格提供了基本的活动以及它们的时间与地点。
最终的安排还未完全确定，请随时关注我们的网
最终的安排还未完全确定，请随时关注我们的网站
www.hull.ac.uk或www.hullchina.com查看更
www.hull.ac.uk或www.hullchina.com查看更新。

日期

活动

日期
具体细节

活动

具体细节

星期三 6月13日
星期三 7月11日
星期三 8月8日

抵达

星期三 6月13日
新生到达赫尔大学并
星期三 7月11日
前往宿舍安顿。
星期三 8月8日

抵达

新生到达赫尔大学并
前往宿舍安顿。

新生大会

1.学校情况简介
2.入校培训会议： 包括
星期四6月14日
健康安全，签证和入境,
星期四7月12日
学生联合会,
校园体育活
动和火警安全的知识及
星期四8月9日
信息。

新生大会

1.学校情况简介
2.入校培训会议： 包括
健康安全，签证和入境
学生联合会, 校园体育活
动和火警安全的知识及
信息。

新生注册

新生前往学生服务中心
星期五6月15日
进行注册。当你抵达学
校后，你会被告知一个
星期五7月13日
分配好的时间和地点，
星期五8月10日
请按照指定的提示参加
新生注册。

新生注册

新生前往学生服务中心
进行注册。当你抵达学
校后，你会被告知一个
分配好的时间和地点，
请按照指定的提示参加
新生注册。

星期四6月14日
星期四7月12日
星期四8月9日

星期五6月15日
星期五7月13日
星期五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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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突击课程

语言课宿舍The Lawns

忍者武士突击课程

抵达语言课宿舍The Lawns

从图书馆顶楼观景层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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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书馆顶楼观景层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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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园

9

4

7

6
5

26 |

WWW.HULL.AC.UK

1
2
3
4
5

1

.
.
.
.
.

Brynmor Jones
Venn Building,
Student Centra
Sports and Fitn
Business Scho

s Library -图书馆
, Reception -文恩大楼，接待处
al -学生中心
ness Centre -体育运动和健身中心
ool -商学院

6 . Enterprise Centre -企业中心
7 . Allam Medical Building -Allam医疗大楼
8 . Middleton Hall -Middleton音乐厅
9 . The Courtyard -学生宿舍
10.The Graduate School -研究生楼

3
10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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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抵达校园
如何 抵达校园

赫尔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便利，
不管是英国境内还是国际
赫尔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便利，
不管是英
的航空、铁路、公路和航运， 都可以轻松到达。
的航空、铁路、公路和航运， 都可以轻松到达

欢迎及免费接机服务

欢迎及免费接机服务

我们为夏季语言课和9月直入的同学们提

我们为夏季语言课和9月直入的同学们提

供免费接机的服务，地点为曼彻斯特机场。

供免费接机的服务，地点为曼彻斯特机场。

如你的航班于英国时间当天下午3点前落地，

如你的航班于英国时间当天下午3点前落地，

即可申请我们的接机服务。

即可申请我们的接机服务。

如你抵达的是亨伯赛特机场或者赫尔轮渡

如你抵达的是亨伯赛特机场或者赫尔轮渡

港口，我们也可以帮你代订出租车，费用

港口，我们也可以帮你代订出租车，费用

需自理。

需自理。

另外，赫尔火车公司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另外，赫尔火车公司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EDINBURG H

如果你需要从London Kings Cross搭乘火

如果你需要从London Kings Cross搭乘火

车前往赫尔，我们可以为你争取到优惠价。

车前往赫尔，我们可以为你争取到优惠价。

详情请咨询inductionandtransition@hull.

详情请咨询inductionandtransition@hull.

ac.uk。

ac.uk。

夏季语言课和直入的同学们提供免费接机

夏季语言课和直入的同学们提供免费接机

的具体日期为：

的具体日期为：

1. 6月13日

1. 6月13日

2. 7月11日

2. 7月11日

3. 8月8日

3. 8月8日

4. 9月14日。

4. 9月14日。

GLA SGOW

NEWC ASTLE

BELFA ST

BELFA

YORK
LEED S

DUBLIN

赫尔
DUBLIN

MANCHES TER

LINC OLN

BIRMINGHA M
CAMBRIDG E
OX FORD

CARDIF F

请至少提前一周在线填写免费接机申请表，

请至少提前一周在线填写免费接机申请表，

该申请表将会在你出发前几个月公布，请

该申请表将会在你出发前几个月公布，请

LONDON

SOUTHAMPT ON

PLYMOUTH

随时关注我们的网站www.hullchina.com

随时关注我们的网站www.hullchina.com

和微信公众号Hullchina查看更新。

和微信公众号Hullchina查看更新。

FR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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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 巴士

巴士

：距离大学校园车
伦敦的维多利亚车站(
Victoria
Station ) 为你
亨伯赛德机场(
Humberside Airport
)：距离大学校园车
运营的航班可直达程仅40分钟，每天有三趟由荷兰航空运营的航班可直达
提供往返于赫尔的大巴。
的地。
www.nationalexpress.com
阿姆斯特丹,带你抵达全球800多个目的地。

伦敦的维多利亚车站( Victoria Station ) 为你
提供往返于赫尔的大巴。
www.nationalexpress.com

www.humbersideairport.com

距离大学校园车程
曼彻斯特机场(ManchesterAirport ) : 距离大学校园车程
轮渡
约两小时。
www.manchesterairport.co.uk
赫尔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P&O轮渡公司每日提
供从赫尔往返鹿特丹（荷兰）和泽布吕赫（比利
时）的轮渡。轮渡码头距离赫尔市中心路程约5.5
公里。
铁路
www.poferries.com

轮渡
赫尔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P&O轮渡公司每日提
供从赫尔往返鹿特丹（荷兰）和泽布吕赫（比利
时）的轮渡。轮渡码头距离赫尔市中心路程约5.5
公里。
www.poferries.com

集火车站、长途赫尔Paragon火车站：坐落于市中心，集火车站、长途
仅4公里路程。 汽车站及公交车站于一体，距离校园仅4公里路程。
ainline.com www.nationalrail.co.uk 或 www.thetrainline.com

DENMARK

DENMARK

SCHIPHOL
NETHERLAND S

GERMANY

GERMANY

POLAND

POLAND

BELGIUM

E

CZECH REPUBLIC

UNIVERSITY OF HULL PRE-DEPARTURE GUIDE

CZECH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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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联系方式（常用）
各部门联系方式（常用
AskHU

AskHU

住宿

住宿

申明

申明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Theininformation
this prospectus
contained
is for in this prospectus is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purposes
general
only.
information
The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The information
为学生答疑解惑、提供帮助建议，包括住宿、
为学生答疑解惑、提供帮助建议，包括住宿、
is provided by the University
is provided
of Hull,by
and
thewhile
University
we
of Hull, and while we
注册、考试、签证、财务、就业、健康、津
注册、考试、签证、财务、就业、健康、津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dokeep
everything
the information
possible up
to keep the information up
贴等方面。
贴等方面。
to date and correct, we make
to date
noand
representations
correct, we make
or no representations o
+44 (0)1482 462222
+44 (0)1482 462222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ed
warrantiesor
ofimplied,
any kind,
about
expressed or implied, about
askhu@hull.ac.uk
askhu@hull.ac.uk
the completeness, accuracy,
the completeness,
reliability, suitability
accuracy,
or reliability, suitability or
www.hull.ac.uk/AskHU www.hull.ac.uk/AskHU
availability with respect to
availability
the prospectus
with respect
or theto the prospectus or the
information, products, services
information,
or related
products,
graphics
services or related graphics
for anyinpurpose.
Any
for any purpose. Any
contained in the prospectus
contained
the prospectus
reliance you place on such
reliance
information
you place
is therefore
on such information is therefore
如需进一步了解更多，请联系
如需进一步了解更多，请联系
strictly at your own risk. strictly at your own risk.

+44 (0)1482 466042 +44 (0)1482 466042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Please
and thevisit
referenced
our website
course
andpages
the referenced course
rooms@hull.ac.uk
rooms@hull.ac.uk
for the latest programmefor
information.
the latest programme information.
www.hull.ac.uk/accommwww.hull.ac.uk/accomm

Without limiting the eﬀect
Without
of the
limiting
previous
theparagraph,we
eﬀect of the previous paragr
reserve the right to introduce
reserve
changes
the right
to to
theintroduce
information
changes to the inform
given in our prospectus, given
including
in our
theprospectus,
addition, including the addition,
withdrawal, relocation orwithdrawal,
restructuring
relocation
of courses.
or restructuring of courses.
如需了解完整的费用和资金建议，请联系
如需了解完整的费用和资金建议，请联系
In nofor
event
any will
losswe
or damage
be liable for any loss or damage
+44 (0)1482 466538 +44 (0)1482 466538 In no event will we be liable
including,
indirect
without
or consequential
limitation, indirect or consequen
hefunding@hull.ac.uk hefunding@hull.ac.uk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loss or damage, or any loss
lossor
ordamage
damage,whatsoever
or any loss or damage whatsoever
www.hull.ac.uk/money www.hull.ac.uk/money
arising from loss of dataarising
or prots
arising
of ororinprots arising out of or
from
loss out
of data
connection with the use connection
of this prospectus.
with the use of this prospectus.

学生财务

学生财务

签证团队

签证团队

No models were used inNo
themodels
production
thisin the production of this
wereof
used
prospectus. The people whose
pictures
see whose
on these
prospectus.
Theyou
people
pictures you see on
为学生申请Tier4学生签证(包括续签）,以
为学生申请Tier4学生签证(包括续签）,以
pages are all our students,
andare
we all
areour
proud
of them.
pages
students,
and we are proud of the
及所有与签证相关的问题，提供指导和建
及所有与签证相关的问题，提供指导和建
If you have any comments
on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f you
have
any comments
on the information prese
议。
议。
in this prospectus, please
to Marketing
and write to Marketing and
in write
this prospectus,
please
+44 (0)1482 462222 +44 (0)1482 462222 Communications, University
of Hull, Cottingham
Road,
Communications,
University
of Hull, Cottingham Ro
immigration@hull.ac.uk immigration@hull.ac.uk Hull, HU6 7RX, UK
Hull, HU6 7RX, UK

本指南内容有更新的可能，请随时关注我们的网站
本指南内容有更新的可能，请随时关注我们的网站
www.hull.ac.uk或www.hullchina.com查看更新。
www.hull.ac.uk或www.hullchina.com查看更新。

30 |

WWW.HULL.AC.UK

30 |

WWW.HULL.AC.UK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赫尔大学相关信息，
想要了解更多赫尔大学相关信息，
问www.hull.ac.uk或www.hullchina.com
请访问www.hull.ac.uk或www.hullchina.com

度全方位宿舍视图
360度全方位宿舍视图
次虚拟的校园观光，看看
来一次虚拟的校园观光，看看
来可能入住的房间是什么样的。
你将来可能入住的房间是什么样的。

的课程信息全面的课程信息

入地了解你感兴趣的专业
更深入地了解你感兴趣的专业

和我们打个招呼吧，通过
提前和我们打个招呼吧，通过
途径：
以下途径：

：hullchinaoﬃce
微信：hullchinaoﬃce
：赫尔大学Hullchina
微博：赫尔大学Hullchina
153204351
QQ： 153204351

关注我们的facebook
关注我们的facebook
www.facebook.com/ UniversityOfHull
www.facebook.com/ UniversityOfHull
关注我们的Twitter
@UniOfHull

关注我们的Twitter
@UniOfH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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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Hull,
Cottingham Road,
Hull, HU6 7RX,
United Kingdom
电话：021-52342851
邮箱：chinaoﬃce@hull.ac.uk
微信：hullchinaoﬃce
微博：赫尔大学Hullchina
网站：www.hull.ac.uk（英文）
www.hullchina.com（中文）

